
日本支店注册程序及费用 

除非另有说明，本报价所述日本支店，特指根据《日本会社法》注册成立的日

本支店（日本分公司）。 

概要 

本事务所代办于日本注册成立一家日本支店（日本分公司）的费用是 640,000

日元起（仅限拟成立的日本支店只选任 1 名日本在住代表者）。该费用主要包

含本所的服务费用，例如编制宣誓书及其他登记相关文件的服务等。具体服务

项目请参阅本报价第一节。 

根据日本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日本支店的代表者必须有日本居住地址。因此，

外国企业于日本注册成立分公司时，需要选任至少一名持有日本居住地址的人

士作为日本支店的代表者（此代表者可以为日本人或已经取得日本在留资格合

法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除此之外，日本支店还需要一个位于日本的注册

（营业）地址。本所前述注册服务费用并不包含注册地址的提供服务。该服务

的费用列于本报价的第二节。 

注册成立日本支店时，外国总公司需要提供的文件，包括外国总公司的公司章

程、设立证明文件（如营业执照）等，且前述所需文件均需要在外国总公司注

册所在地的公证处进行公证，根据具体情况，前述资料也有可能被要求翻译成

日文版本。另外，还需要提供日本支店的代表者的印章证明书。所需资料详见

本报价第五节。 

一般而言，完成所有日本支店的注册手续需要约 4 至 5 个星期（不包含银行开

户时间）。 

本报价只适用于拟成立日本支店的经营业务无需额外申请牌照或许可的案件。

如果日本支店的经营业务需要额外申请牌照或许可，本所可以代办，费用另

议。还有，本报价只限于在日本东京都内注册日本分公司。如果在日本其他城

市注册分公司，本所将会适当地调整服务费用，请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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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成立一家日本分公司的服务费用 

 

本事务所代办于日本注册成立一家日本分公司的费用是 640,000 日元起（仅限拟成立的日本分

公司只选任 1 名日本在住代表者）。该费用主要包含日本支店的注册手续及注册时需要缴纳的

登记费。具体服务项目如下： 

 

1、 注册前后的准备及存盘工作 

 

(1) 名称查询。根据规定，日本支店的名称必须和外国总公司的名称一致，所以确认外

国总公司的名称是否可用； 

(2) 编制外国总公司的宣誓书（宣誓书需要在外国总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公证处公证）； 

(3) 编制外国总公司的关于日本支店设立的决议书； 

(4) 编制日本支店代表者的就职承诺书； 

(5) 向日本法务局提交注册申请文件并支付登录免许税及各登记费； 

(6) 领取登记簿副本及印章证明书； 

(7) 安排向区政府、税务局、都税办公室提交开业通知书； 

(8) 订制一个公司套装，内含公司印章，及公司注册原件等。 

 

备注： 

1、 上述报价不包含申请公司注册过程中产生的文件快递费用（如有）。 

2、 本节所述报价，仅适用于 1 名日本在住代表者的日本支店的注册服务。如果拟注册成立的

日本支店有两名或以上的代表者时，那么本所可能需要适当调整服务费用。 

 

二、 其他相关服务及费用 

 

1、 外国总公司设立证明文件公证 

 

于日本注册成立分公司时，外国总公司需要提供公司章程、以及设立证明文件（如营业执

照）等，且需要翻译成日文，并在外国总公司的注册所在地的公证处进行公证，但此报价

不包含文件翻译费用。启源可协助客户代办外国总公司的文件公证，费用另议。 

 

2、 注册地址 

 

于日本注册成立支店之前，必须先行租赁营业场所作为注册地址。本所可协助于日本租赁

当地虚拟办公室或实体办公室作为公司注册地址之用，本所服务费用为 66,000 日元。此

费用并不包括地产代理收取的费用（如实际租金及保证金等），此等费用将会实报实销。 

 

须留意的是，由于日本银行开户申请要求严谨，银行有机会因公司注册地址是虚拟办公室

而不接受开户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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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设日本支店的银行账户 

 

开设日本支店的银行账户时，客户日本在住的代表董事需要亲自去日本银行办理开户

手续。如需本所协助办理银行开户，即准备银行开户申请表及一同前往银行进行开户

手续之服务费用为 420,000 日元。此服务过程中，本所只提供预约银行、资料准备及

有关开户的顾问服务，不保证该银行开户申请一定成功。如最终银行开户不成功，本

所将退还 70%的服务费用，即 294,000 日元。 

 

三、 付款时间及方法 

 

待收到贵司确认委托启源办理日本公司注册事宜，将会开立账单，并收取全额的服务费用后，

才正式开始办理注册手续。本事务所接受以现金、银行转账、汇款及 PAYPAL 方式收取该服务

费用。 

 

如果客户需要本事务所出具中国大陆或者台湾的增值税或者营业税发票，则需额外支付以当地

现行税率计算的税金。如以 PAYPAL 支付，需额外支付 5% 的手续费。 

 

四、 日本支店的基本架构 

 

1、 至少 1 名持有日本居住地址的代表者，此代表者可以为日本人或已经取得日本在留资格合

法居住在日本的外国人。 

2、 拟成立的日本支店必须有一个位于日本的业务（注册）地址，及提供租赁合同（如由本所

提供注册地址则无需理会本项）。 

3、 注册成立日本支店时，无需汇入资本金。因为日本支店被视为外国总公司的一部分，所以

日本支店的资本金和外国总公司的资本金相同。 

 

五、 注册日本支店客户需要提供的资料清单 

 

1、 外国总公司的公司章程、设立证明书或登记证明书等。前述所提及的外国总公司的资料需

要翻译成日文版本，并于外国总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公证处进行公证； 

2、 外国总公司代表董事的护照复印件（如代表董事为中国大陆居民时还需要提供其身份证复

印件）； 

3、 该日本支店的日本在住代表者的护照复印件及印章证明书（如日本支店的代表者为一名日

本在住者和一名外国在住者时，外国在住代表者需要提供护照复印件及个人签字证明，个

人签字证明于外国代表者居住所在地的公证处公证领取）； 

4、 该日本支店的注册地址和租赁合约（如使用本所提供的注册地址服务，则无需理会此项）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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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本支店注册流程及时间表 

 

一般而言，完成所有相关的日本支店设立手续约需 4 至 5 个星期（不含银行开户时间），具体

完成注册时间需根据日本法务局的审核时间而定，大致如下： 

 

步骤 日本支店设立程序 
工作日 

(预计) 

1 
客户以电邮、传真、邮寄方式把列于本报价第五节的注册所需材料提供

给本所，客户需于此时支付本所的服务费用 
客户时间表 

2 启源进行日本支店名称查询、办理名称预先核准 1-2 

3 
启源安排租赁日本地址 (虚拟办公室或实体办公室)及编制租约合同(如委

托我司租用日本虚拟办公室或实体办公室) 
5-8 

4 启源协助编制宣誓书及注册申请文件予客户签署 10-15 

5 
客户需要在外国总公司注册所在地的公证处办理章程、设立证明文件及

宣誓书 的公证 
客户决定 

6 客户签署的注册申请文档连同公证件快递给启源 客户决定 

7 安排刻制公司印章 2 

8 将注册申请文件提交到日本法务局，进行登记申请 12-14 

9 日本法务局通知领取登记证副本及印章证明书 2-3 

10 
安排向区政府，税务局，都税办公室提交开业通知书，并将日本支店的

登记簿副本递交到各个机构 
5-7 

11 协助办理银行户口事前预审核 
至少 2-3 星期

或以上 

12 
启源协助办理日本支店的银行开户事宜，客户的日本支店的代表者需要

亲自前往银行办理账户开设事宜。 

至少 6-8 星期

或以上 

13 制作公司成立套装及其他公司注册相关文件 2-3 

14 启源安排将公司成立套装转移交予客户指定地址 1 

 

备注： 

1、 上述时间表乃是基于客户紧密配合的情况下的预算时间； 

2、 上述时间表乃是基于客户拟成立的日本支店的业务无需另行申请许可或牌照的前提下的预

算时间。如果需要额外申请许可或牌照，所需时间会相应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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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公司注册完毕后客户所得文件 

 

日本支店注册成立后，本所会将以下文件移交给客户，以此证明日本分公司已经完成注册手续

以及以便客户以该日本支店的名义进行业务活动： 

1、 日本支店登记簿副本一份； 

2、 日本支店的代表者印一个； 

3、 日本支店的公司印及银行印各一个； 

4、 日本支店的法人印章证明书一份； 

5、 日本支店的公司章程一份； 

6、 日本支店的开业通知备案证明一份。 

 

八、 年度维护服务 

 

日本支店作为外国总公司的一部分，所以会计期与外国总公司相同，并且日本分公司的盈亏均

与外国总公司合算。不过，日本支店需要编制支店独立的财务报表。如需要，本所可以提供支

店财务报表等相关会计数据的编制服务，以及为客户日本支店雇用员工、员工工资计算及代发、

企业内调职签证或经营管理签证的申请等相关服务，详情请咨询本所专业会计师。 

 

参考资料： 

1、  【日本株式会社注册程序及费用】 

https://www.kaizencpa.com/chs/Services/info/id/354.html  

 

2、 【日本合同会社注册程序及费用】 

https://www.kaizencpa.com/chs/Services/info/id/362.html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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